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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

全人兒童服務

2020-2025 策略遠景
…提供公平出色、全面教育，使每位學生準備在求學、就業以及生活方面取得成功。

健康與福祉使命
波士頓公立學校目的在於積極促進所有學生的社交、心理及生理健康，提升其健康發
展和學習福祉。

行動理論
如果我們透過改善的教學、公平獲得計畫、一致的學校支援以及政策、制度及環境的
變更來建立更健康、更友善且激勵人的學校，我們將能降低健康的不平等並改善學生
學習與福祉。



全校、全社區、全人兒童方式

（體育教育與體育活動）

（文化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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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委員會邏輯模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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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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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輸入 活動 輸出

人員
計畫時間
設備
原料
資金
股東

推廣

服務

訓練

達成

執行

達成

政策順服與

教職員知識、
技能與行為
的改變

政策順服、
環境、氛圍
與實踐的改
變

健康行為與
成果；
學術

為了發展與實施
政策所需的資訊
或資源

為了實施政策
採取的行動

實施政策行動的
直接結果

學校層級的短期改
變

學校、學生和員工層
級的中期改變

學生成果的長期影響



2019-2020 學年主要學生健康影響
政策領域

19.8% 的 BPS 學生有氣喘*
22% 多種族學生，21% 黑人學生，20% 亞裔學生，20% 西班牙裔／拉丁裔學生，15% 美洲原住民
／太平洋島民學生，以及 14% 白人學生

建議 14.8% 高中學生每天進行體育活動（每天超過 60 分鐘）
建議 19.5% 國中學生每天進行體育活動；24.7% 高中學生每天吃早餐；45% 國中學生每天吃早餐；
26.8% 高中學生每天至少吃 2 次水果；20.4% 高中學生每天至少吃 2 次蔬菜；23.7% 學生的
BMI* 在肥胖百分位(≥95%)

37.6% 高中學生曾有過性行為
26.4% 目前為性活躍；52% 上次性交時有使用保險套；23.5% 曾受過 HIV 檢測；20.1% 去年曾受
過性病檢測。

35% 高中學生持續感到沮喪或絕望
26.5% 國中生經歷持續的沮喪；58.2% 的高中生同意或十分同意與學校的人們很親近；56% 國中
生表示學校中至少有一位在他們遇到問題時，能夠與之對話的成年人。

教職員福
祉

健康服
務

安全 & 支
持性

健康環
境

健康教
育

體育教育
與體育活
動

飲食與營
養

文化豐
富性

* 氣喘和 BMI 資料來自 1、4、7&10 年級的健康檢查資料 (SNAPNurse)；其他全部資料來自 2019 青少年危險行為問卷調查 (Y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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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兒童文化與
氛圍

文化豐富性：
● 開始實施對 CLSP 和實踐種族平等

的訓練和期望

● 大約一半的學生認為學習資源的
文化相關性不足，並且老師不鼓
勵他們自由談論差異與不平等*

● 只有 16 所學校有家人參與學校
福祉委員會；4 所學校是學生參
與

教職員福祉：
● 幾乎所有的學校領導人都同意

學校會主動支援教職員的社交
和心理福祉，然而僅有略多於
一半的學校曾報告有提供增進
學校教職員工生理、心理和情
感福祉的計劃。

● 學區對教職員健康與福祉的支
援與協調還在成形階段

2019-2020 學年 BPS 福祉政策年度報告

社交情緒氛圍：
● 88% 學校領導人報告教師們在課堂上使用 SEL 策略
● 學校霸凌預防聯絡員 (28%) 和教職員的霸凌預防與介入訓練（39% 的學校表示沒
有訓練教職員）減少

● 學校 6 至 12 年級學生的準父母＆為人父母學生相關政策的聯絡員減少 (28%)
● 任何有 6 至 12 年級的性別 & 性傾向聯盟的學校增加 (51%)

🔑關鍵要點：

*2020 春天學生文化 & 氛圍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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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兒童支援服
務

安全 & 支持性：
● 學區投資重要的心理健康支援

服務教職員、主要社會工作者
和一些學校心理學家

● 26% 的學校符合或超過 1:700 的
學校心理學家任用比

● 大多數學校報告採取 MTSS 方法
並且擁有學生支援團隊。

● 改進辨認並支援無家可歸學生
的系統

● 協調中心學校試行計畫有進展

健康服務：
● 幾乎所有學校建築物都有任用至少

1 位學校護士；131 位 FTE 駐校護
士使護士學生比為 1:355 

● 91% 學生在拜訪護士後回到課堂學
習

● 學校健康檢查增加
● 32 所學校的學生免疫接種達標率低

於 85%
● 77 所學校的 6 至 12 年級學生參與

「月經訪問試行計畫」

● 所有高中都有活動中的「保險套供
應小組」

2019-2020 學年 BPS 福祉政策年度報告

🔑關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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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兒童運行與
物理環境

健康的學校環境：
● 100% 的監護人受過訓練
● 78% 的學校領導人報告正在審查

學校環境稽核 (SEA)
● 73% 的學校領導人報告已通知教

職員關於綠色清潔劑政策，並且
90% 有通知教職員如何記錄害蟲，
以改善病蟲害管理

● BPS Sustainability 持續為學校制定

計畫與支援，以朝向更好的環境
永續性前進。

● 主要投資水利基礎設施和其他建
築改善

學校飲食與營養：
● 100% 的學校在敲鐘後提供早餐
● 由於 My Way Cafe 的擴張，接受

外賣膳食的學校降低

● 缺乏溝通與強制執行來建立學
校的健康飲食環境 (FNS-03)。

● FNS 部門持續改善尋找當地食物

以及計畫並追蹤各個學校餐點
制度，並持續改善所提供餐點
的文化相關性。

2019-2020 學年 BPS 福祉政策年度報告

🔑關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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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兒童教學

體育教育與體育活動：
● 所有學校任用教職員來提供學齡前

至 8 年級生一個禮拜至少 45 分鐘的
體育教育；90% 報告符合政策。

● 只有 1 至 3 所高中任用的教職員符
合政策要求；58% 報告符合政策要
求

● 只有 42% 的 6 至 8 年級學校提供至
少每天 20 分鐘的休息時間

● 仍有 22% 的學校以取消體育活動作
為懲罰

● 48% 的學校符合全年級的所有最低
體育活動要求

全面性健康教育：
● 只有 20% 的國中和高中有適當的健康

教育員工
● 接近 40% 的學校沒有提供任何健康教

育給學齡前至 5 年級學生
● 2 至 5 所國高中學校不要求學生進行任

何健康教育課程
● 學區中只有少於 20% 的學校遵守健康

教育政策的最低要求

2019-2020 學年 BPS 福祉政策年度報告

社交情緒學習：
● 學校領導者們做出強力的全學區承諾，要支援學生 SEL 
● BPS 幼稚園至 12 年級生變革性的 SEL 能力正在學區中推廣，並嵌入健康教育、
體育教育以及藝術中。

● 只有 33% 的學校領導人強烈同意他們的教職員曾接受符合 BPS SEL 標準的充分
訓練

🔑關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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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健康教育 (CHE) 
● 增加持證照的健康教育教師數量來教導 6 至 12 年級生基於技能的 CHE，以

及增加受過訓練並持證照的教師來教導學齡前至 5 年級生 CHE
● 改進學校的主要進度計畫以納入健康教育的時間。

體育活動與體育教育 (PE) 
● 增加行程表中中年級的休息時間，以及增加訓練和資源來支援學校管理這些年

級的休息時間。
● 增加高中體育教育的教職員任用並改善學校的主排程計畫以包含 9 至 12 年

級生的體育教育時間。

社交情感福祉
● 增強層級 1 的社交-心理支援，透過投資變革性的 SEL 專業發展與教導教練

來增加成年人 SEL 的支援，並將 SEL 整合進學術中。
● 增進中央辦公室部門的協調與一致性以增強層級 I MTSS 方法，透過學區的

SEL 策略計畫進行。

2019-2020 學年 BPS 福祉政策年度報告

政策領域建議：

改善全人兒童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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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改進與學區領導人、學校、學生及
家庭的政策與成果相關溝通。

1. 持續強化學區福祉委員會及分組委員會，
並改善計算福祉政策的資料系統。

1. 持續發展策略計畫和學區部門中與福祉
政策相關的基準；建立內部的 BPS 結構
以支援各部門間的合作。

2019-2020 學年 BPS 福祉政策年度報告

DWC 建議：
共同議程

共享的測量

相互加強的活動

持續性地溝通

中樞組織

集體影響！



進行團隊及全校、
全社區、全人兒童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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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波士頓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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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合規
性

聯邦和州法律要求 BPS 提交學區福祉委員會的活動報告以及學
區福祉政策實施評估的報告

● 《2010 年兒童健康、不挨餓法案》
● 麻薩諸塞州學校福祉顧問委員會標準

BPS 應每年評量是否符合學區福祉政策，每年輪流進行定性和定
量評量。

本年度評估將測量學校遵守 BPS 政策的程度

年度報告應提交給督學、學校委員會和麻塞諸塞州初等和中等教
育部。

波士頓公立學校



16

資料來源

學區與學校層級成果

▫ 2020 學校健康檔案
▫ 福祉行動計畫 (WAP)
▫ 學校氛圍問卷調查
▫ 人力資本紀錄辦公室
▫ 辦公室／部門紀錄HWD、Health Services、

BHS、Opp Youth、Succeed Boston、SEL 
Instruction、Facilities Mgmt、FNS、
Equity、Athletics、Opp Gap、Engagement、
ODA

學生結果

▫ 青少年危險行為問卷調查 (YRBS)
▪ 請在此處查找小組比較與結果：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Page/6450

▫ SNAPNurse
▫ 學生學校氛圍問卷調查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Page/6450


有多少百分比的學生有… 年份： % LT 趨勢* 2019 %

目前有抽菸 1999： 22.8 2.8

目前有喝酒 1993： 40.1 21.2

目前有使用電子菸產品 2015： 14.5 12.2

目前有使用大麻 1993： 17.8 22.6

因上學／放學路途感到不安全而沒有上學 1993： 14.4 7.5

在學校物業內發生肢體衝突 1993： 15.2 8.1

在學校物業內攜帶武器 1993： 15.8 3.6

曾經有過性交 1993： 60.6 37.6

目前為性活躍（問卷調查前 3 個月內） 1993： 42.0 26.4

最近一次性交有使用保險套（目前為性活躍的學生） 2005： 74.2 52

曾經懷孕或讓別人懷孕 1993： 11.1 5.7

曾接受 HIV 測試 2009： 22.0 23.5

波士頓高中
YRBS 資料：統
計重要趨勢
（資料來源：YRBS、CDC）

減少

增加

沒有變更

正面的

令人擔心

* 長期趨勢，基於使用邏輯斯回歸模型控制性別、種族／族裔和年級 (p<0.05)的趨勢分析，表示盛行率是否隨著時間有統計上顯
著的線性變化。邏輯斯迴歸分析使用所有年份的可取得資料。不只考慮最舊或最新的資料點。



有多少百分比的學生有… 年份： % 2019

7 天內每天至少運動 60 分鐘 2011： 15.2% 14.8%

一週內任何一天都未參加至少 60 分鐘的體育活動 2011： 24.7% 25.6%

每天吃早餐 2009： 29.5% 24.7%

一天至少吃 2 次水果或飲用 100% 果汁 2009： 57.1% 26.8%

一天至少吃 2 次蔬菜 2009： 21.3% 20.4%

一天至少喝 3 杯水 2015： 43.4% 49.5%

沒有飲用汽水（過去 7 天內） 2007： 17.1% 29.4%

沒有飲用加糖飲料（不包含汽水） 2015： 84.0% 87.0%

連續兩週或以上，幾乎每天都感到沮喪或絕望 2011： 24.8% 35.0%

認真考慮嘗試自殺 1993： 23.7% 15.6%

嘗試自殺 1993： 13.5% 9.3%

減少* 

增加* 

沒有變更

正面的

令人擔心

波士頓高中
YRBS 資料：
統計重要趨勢
（資料來源：YRBS、
CDC）

* 基於使用邏輯斯回歸模型控制性別、種族／族裔和年級，p<0.05 的趨勢分析


